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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靈會後感

勞惠卿

今年 8 月的港九培靈硏經大會，講道主題是在罪中打滾的大衞，內容讓
我更明白恩典的意義。
神揀選大衞，不是因他的外在條件，也不是大衞完美，大衞一生中也犯
了若干罪，作了神不喜悅的事，但大衞的心始終都是向著神的，當他知罪悔
改，神就憐憫他，神揀選他後，也不斷磨煉他，讓他成長，為上帝所用。
「因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華是看內心。」(撒上 16:7)
「大衛對非利士人說：你來攻擊我，是靠著刀槍和銅戟；我來攻擊你，
是靠著萬軍之耶和華的名。」(撒上 17:45)
大衞多次失敗，但他多次回轉倚靠上帝，從未忘記誰是真正的王。
聖經裡提醒我們，知罪悔改並不單是離開我們所犯的罪那樣簡單，而最
重要的是轉眼仰望那創始成終的主耶穌，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
如果你只是望著自己，即使你用盡一生的時間，都不足夠用來認罪，牧
者舉了一個例子 :
有一個神學院的學生，他畢業的時候，突然發覺自己在功課上作了一些
不誠實的事，於是在神面前認罪，然後去找教授彌補自己的錯誤，之後，他
又發覺在其他科目上也有類似的不誠實行為，於是繼績去找不同的教授認罪，
後來他又發覺以往自己也其實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過犯，似乎窮一生也不夠時
間去認罪，於是，他就想我如此這般的罪人，怎配被神使用呢？我是不配事
奉上帝的，最後他只願意在神學院做個守門口的人。
他始終不明白，當我們認罪悔改轉向神之後，神是有恩典，有憐憫的，
若單看自己，人人都不配，但當我們靠著神的恩典塗抹去我們的罪，我們就
要順服聖靈的帶領，倚靠神成為主合用的器皿。
(內容取材自 2018 港九培靈硏經大會講道篇章)
當值同工──早堂：李恆瑜 ／ 中堂：林慧儀 ／ 午堂：林慧儀

使命宣言：我們植根柴灣，訓練門徒，走進人群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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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事報告
1. 是主日派發 30 週年堂慶紀念品給弟兄姊妹(每一個家庭一把「直骨雨傘」)。
另外，已購買之弟兄姊妹，請到報名收費處領取。
2. 因重陽節關係，駕駛私家車的會友請預早時間參與崇拜。
3. 28/10(主日)培育部：有「好書推介」的書攤擺放，歡迎和鼓勵弟兄姊妹踴
躍借閱，借閱時期是一個月，可續借。
4. 教會祈禱會於 18/10(四)下午 1:00 及 19/10(五)晚上 8:00 舉行，是次主題：
「為受迫害國家禱告 – 伊拉克」祈禱。鼓勵弟兄姊妹同心禱告！
5. 10 月份堂會會議將於 25/10(四)晚上 7:30 在東貿召開，敬請各堂委留意。
6. 上主日崇拜出席人數：成人 338 位；青少年 25 位；兒童 53 位。
7. 上主日共收獻金$215,038.80。若肢體在兩週內仍未收到收條，請向李恆
瑜姊妹查詢。
8. 同工放假如下：張玉葉姊妹於 16-18/10；林志文牧師於 16-20/10；董美琴
牧師於 18-21/10。

柴堂休閒閣
日期：28/10、25/11 (主日)
時段：早堂、中堂之間(9:45-10:10)；
中堂、午堂之間(11:30-11:55)
地點：東貿 1-2 號房
備註：
「深化關係」小組以簡便的咖啡、
茶和小吃來與弟兄姊妹分享，歡
迎大家預留時間前來交誼相聚、
委身相愛。

聖樂敬拜夜
主辦：聖樂部
日期：10 月 20 日(六)
時間：晚上 7:30 至 9:00
地點：東貿禮堂
內容：各敬拜隊藉著「五色珠」的信息讚美創造主的偉大和救贖的恩典
對象：所有牧區和肢體
查詢：葉永傑先生/陳幗徽姊妹
報名：12 樓 E 單位牆壁上

植堂專欄
柴灣堂植堂異象已於 2014 年 7 月開始醞釀，並於小組內祈禱，至 2016 年
6 月開始每月第三個主日下午，舉行全教會的植堂祈禱會，等候神的指引。
感謝神！於 2018 年 6 月開始，我們有機會服侍有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的
家長，成立「同聲同氣」小組，我們計劃 2019 年 1 月開始，逢星期六晚
上 7:00，於牛頭角花園百靈樓舉行崇拜聚會。我們極需要事奉人員，如你
有以下的恩賜，請與林志文牧師聯絡。
1. 崇拜主席
2. 帶領詩歌敬拜
3. 崇拜招待
4. 教導兒童主日學
另外，「植堂異象分享會」於 10 月 28 日(主日)，下午 1:30 在東貿禮堂舉
行，歡迎弟兄姊妹一同參與」。
小西灣堂及柴灣堂合辦：「回顧展望感恩祈禱會」
日期：11 月 24 日(六)
時間：晚上 7:00 至 9:00
地點：東貿禮堂
內容：回顧展望，感恩祈禱
目的：舊朋友相聚，新朋友亦可認識彼此堂會，一同數算上帝恩典，同心
禱告
備註：鼓勵弟兄姊妹於聚會前自行晚膳，聚會後大會將預備簡單茶點

東區醫院報佳音
日期：12 月 24 日(一)
時間：晚上 6:00 至 9:00
地點：東區醫院各病室
集合地點：東區醫院主座大樓三樓那打素小禮拜堂
備註：參加者須接受防感染訓練，如未曾接受訓練或証書已超過兩年者，
可考慮以下日期：20/10、30/11、15/12(下午 3:00 至 5:00)
或 24/12 (下午 5:00 時至 6:00)
目標人數：300 位
截止報名：11 月 11 日或額滿即止
報名︰12 樓 E 單位牆壁上

每日代禱資料
14/10 星期日
為世界代禱
‧ 印尼接連遭地震、海嘯及火山噴發等侵襲，求主憐憫當地的居民，使他們
得到足夠的支援，也幫助政府在災後的重建！
15/10 星期一
為肢體代禱
尹崔麗姊妹
‧ 感謝天父賜豐富，14/10(日)自己和女兒外出旅行，願天父保守旅途平安愉
快。
‧ 願天父保守媳婦郭嘉裕下月預產期，求主保守她生產順利。
‧ 願開心百合花組的姊妹們，以主心為心，更多學習，彼此相愛。
16/10 星期二
為肢體代禱
施秀琼姊妹
‧ 求主憐憫醫治左腳膝蓋發炎，坐下起身會有疼痛。
17/10 星期三
為肢體代禱
黃婉霞姊妹
‧ 頭痛影響口腔也痛，想尋求專科醫生的診治，求神引導可以找到合適的醫
生治療。
‧ 求主賜恩每晚也可以有好的睡眠質素。

18/10 星期四
為肢體代禱
黃嘉寶姊妹
‧ 最近眼睛不太好、有皮膚炎和感冒，求神看顧醫治，求主保守有抵抗力讓
身體的毛病可以快快消退。
19/10 星期五
為肢體代禱
黃月娟姊妹
‧ 求神幫助自己可以找出眼底出血的原因和治療方法。
‧ 求神開路尋求醫護幫助，需有心靈強健去面對身體軟弱，願主天天引導保
守。
20/10 星期六
為宣教士祈禱 開心果（灣仔堂，F 城）
‧ 9月3日正式出發前往F城。
‧ 尋覓合適居所（條件：安全、方便接觸人、接待人）
，請禱告記念。
‧ 與當地「朋友」建立互信、夥伴關係，請禱告記念。

主內平安：
相信你也有留意到近日新聞報道，知道印尼蘇拉威西島在上星期發生 7.5
級地震，引發致命海嘯，造成超過 1,200 人死亡，逾 200 萬人受影響。喪
失家園的災民和飽受心靈創傷的孩子，急需容身之所、緊急糧食和食水，
並得到基本生活及心理支援。
宣明會正在當地向災民派發糧食、防水布、毛毯及臨時營帳等緊急物資，
並計劃進行衛生、營養及兒童保護等項目，解決災民的燃眉之急。
謹附上代禱信，盼望柴灣堂的弟兄姊妹為難民兒童及家庭禱告：
1. 求主安慰在地震中失去摯親及家園的災民，尤其是受傷和受驚的兒童，
賜他們力量和勇氣度過難關。
2. 求主止住餘震和房屋倒塌，保護正在等候救援的人，也讓受傷者能夠盡
快得到醫治。
3. 求主帶領宣明會和其他救援組織的工作，讓他們有智慧和能力迅速回應
災民的需要，為受苦的人帶來幫助，恢復他們對未來的希望。
4. 求主激發眾弟兄姊妹的愛心，樂意伸出援手關懷災民；求主保守宣明會
在印尼的同工，讓他們的救援工作成為美好的見證，讓受災的兒童和家
庭經歷神的恩典和大愛。
有關宣明會在「印尼地震及海嘯救援」救援工作的最新進展，可參看：
http://www.worldvision.org.hk/our-work/indonesia-earthquake-and-tsunamirelief
香港世界宣明會

主題經文：
「萬物的結局近了。所以，你們要謹慎自守，警醒禱告。」 （彼得前書 4:7）

2018 年第四季《每日讀經釋義》以賽亞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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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週代禱事項
‧ 董美琴牧師於 20-21/10(六-日)在花蓮磐石教會講道祈禱，求神使用，祝福信
徒。
‧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「改變我」
，讓神的話語突破生命的限制！為自己的生命
有改變去感謝神，仍未有改變的話，求主幫助在生命上有所突破！

兒青區聚會
2 歲半至六歲
小一至小六
中學生

主日：上午 10:00 至 11:30
主日：上午 10:00 至 12:00
主日：上午 10:30 至 11:30（崇拜）
主日：上午 11:45 至 1:15（小組）
(逢第三個主日參與成人崇拜，當日小組另作安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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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董美琴牧師
：陳偉文牧師、林志文牧師
：葉永傑先生、梁鳳芯姑娘
廖愛霖姑娘、麥浩倫先生
事工幹事
：陳天喜弟兄 （聖樂及青少年）
事工幹事
：蕭秀珍姊妹*（幼兒園及兒童）
事工幹事
︰郭珮珊姊妹*（兒童）
實習神學生 ：黃銘豪弟兄
*為半職同工

行政秘書：林慧儀姊妹
行政幹事：張玉葉姊妹
幹事
：李恆瑜姊妹

教會：柴灣利眾街 24 號東貿廣場 12 樓 BCD 室
傳真：2896 4467 網址：http://www.ccccwc.org.hk

電話：2896 5111
電郵：cwc@ccccwc.org.hk

主日崇拜聚會時間
早堂：上午 8:30-9:45
中堂：上午 10:15-11:30
午堂：中午 12:00-1:15

培元：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四層
幼兒園：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單位第二層

電話：2896 5151

柴房：柴灣青年廣場 3 樓 325-328 室
傳真：3171 7214 網址：http://www.fan-fire.hk

電話：3171 2274
電郵：info@fan-fire.hk

